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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荷
馬駿斐

                   別樣紅

                   是我

                   前世的罪

                   那時

                   我

                   活在浮華里

                   用年青的色彩

                   嬌艷

                   我

                   亂過

                   一片夏天

                   讓高貴的詩詞

                   為我媚語

                   笑靨裡的

                   一滴淚

                   謀殺

                   多少

                   合十的誓言

                   現在

                   我彎腰在

                   清平的日子裡

                   灈洗靈魂

                   把剩下的歲月

                   讓你

                   用黑白的筆墨

                   寫意                 

                   餘生

心有淨島
丁峰

秋分氣節，我所在的城市又為疫情封

控。

清晨，窗外鳥鳴啁啾，婉轉清脆，聲

聲入耳，隔壁陽台的鸚鵡又在學舌，模仿我

熟悉人的嗓音叫著我熟悉的名字，真是惟妙

惟肖，逗人開懷，我顧而樂之。

鳥兒能安于現狀，自鳴其樂，而疫情

中蟄居的日子裡，做不到恬然自處的人卻比

比皆是，擅自外出，四處溜躂者有之，硬核

闖關卡，與值守人員發生衝突者有之，閉門

在家，心猿意馬，終日不知所措者有之。肆

虐的疫情竟然安撫不定一顆浮躁易動的心。

究竟是人的定力不堅，還是個人的修為不夠

呢？

曾讀過林清玄的一篇散文，所述之事

引人深思。說他帶孩子曾經去一個叫Balesin 

Island的小島旅遊。島主是華裔菲律賓人，

島嶼離馬尼拉雖只四十分鐘的機程，卻是與

外界幾乎隔絕的世外桃源，也是它別具一格

的景點特色。為保證旅遊品質，小島每次只

接待二十五位客人。全島為椰子樹和花草所

覆蓋，景區有別墅、高爾夫、游泳池、餐廳

和少量商店。卻沒有電視、報紙和一切資

訊，沒有網絡，甚至沒有電和電話，夜間照

明是自發電。

島內八百多人的居民區與旅遊區截然

分開的，居民不能進入景區，遊客可以自由

活動。在這個不具備現代文明生活的小島，

可想而知生活是什麼滋味，而林清玄帶著孩

子在這裡度過了難以捨離的美妙的幾天。黑

夜的小島，晚上十一點停電，島上一片漆

黑，在完全漆黑中，才能發現大地即使在黑

夜裡也會自然發光，天空中月光星光交織，

大海上波光瀲灩，還有漫天飛舞的螢火蟲，

很多樹變成了一顆顆美麗的螢火樹。漆黑的

夜色，使人有寧馨安逸之感了。他和孩子隨

居民去山裡，提著煤油燈捉山蟹，甚至在路

邊也能撿到山蟹，夜裡的海邊能撿到章魚和

寄居蟹，然後拍了照片放生，讓孩子知道黑

暗之中，大地是充滿生機的。白天的小島，

被晨光喚起的時刻最美，退潮的白沙海岸

佈滿了美麗的貝殼，孩子興奮地說，星星是

天上的貝殼，貝殼是海岸的星星。居住在花

草椰子樹與大海岸邊的島民，他們生活在遠

隔塵世一片淨土之上，在他們離開登機的剎

那，深深地吸上一口小島的空氣，空氣中單

純清淨的芬芳，頓時讓大家明白，把這個島

的名字譯成漢語「百里馨」的人，真是個天

才。在這個沒有現代文明生活方式的世外桃

源裡，這些遊客，這些被文明、繁榮和匆忙

所宰制的人，在這裡又重新找到了單純過活

的心。

在特定疫情時期，我們蟄居一室，其

實，不也是一個孤島嘛，也應該找到適合自

己的生活狀態。綠窗窈窕，剪一段時光，烹

一壺茗茶，或翻幾卷書，或磨一錠漱金墨，

抄一箋文經。或思有所得，賦幾篇詩文，或

洗手做羹湯，烹幾盤小菜，享粥鑊之歡。心

有淨島，陶然自安。總之，不要急待，不要

假想，不要強求，順其自然，學籠中鳥，巖

上竹，山上松。心安，便是活著的最美好狀

態。

禪房花木深
王心仁

寒露一過，深秋接踵而至。北方已是

紅葉滿山，秋槐落蕊；而江南的綠葉卻在

秋風細雨中收穫點點金黃。此時，行走在

密林深處的禪房書院，定能感受別樣的秋

意。

順著五龍山下的一條清澈小溪往下

走，忽然出現一片群山環抱、土地平曠的

高山小平原，這就是閩贛交界的水尾村。                                    

水尾村的白雲寺是一個風光秀美的清

幽之地，吸引了的許多高僧雲遊到此。

走過一段山間小道，一座綠樹掩蔭

下的廊橋靜靜橫跨山澗，廊橋正中供奉著

幾尊不知法名的神像，香煙縈繞，燭光

閃爍。路邊的野果掛滿枝頭，讓人垂涎欲

滴，山澗流水淙淙，令人清心悅耳。

繞過幾個山彎，穿過幾丘稻田，眼

前出現了幾座農舍，陽光映照在歲月洗禮

的木屋磚牆上，村後的山脊上有幾棵蒼勁

挺拔的水杉像一排衛士看護著這小小的村

落。走過水杉掩映下的石路，抬頭赫然看

見一塊寫著「白雲寺」的牌匾。走在斑駁

不平的條石路上，歲月似乎已回溯到後

唐時期。據《會稽郡謝氏十修族譜》序記

載：五十七世茂遷公，仕後唐黃宮國子檢

校，忠直為國，賜封銀青光祿大夫，于同

光二年（公元924年）賜紫金魚袋，鼎革歸

休，出巡雲南後致仕遠方，帶有番僧徐文

君、張文光、李文通徑回綏安西（今建寧

西）裡元堡彭田社世秋家，安三僧于龍門

山大陂段，施田千畝，撥山橫直十里作安

僧供寺，永葆鐘鼓常鳴，寺燈長明，香火

裊裊。

一天，茂遷公帶領三位高僧走到水

尾村北邊的龍溪村，走了約兩華里，拐過

一個山彎，被一陣陣轟鳴的水聲吸引，抬

頭一望，對面山頭一掛瀑布飛流而下，十

分壯觀。雲遊四方的三位高僧被這奇景

吸引，熱衷佛教與儒教的茂遷公看到徐文

君、張文光、李文通三位高僧如此迷戀此

處風光。便決定斥巨資在此興建一座禪寺

與書院。

一年後，禪寺與書院已經建好，茂遷

公讓三位高僧賜名。深知禪道的徐文君看

看寺院對面白雲繚繞的山峰，便說：「禪

寺就取名白雲寺，既符合禪義，又應景而

生。」茂遷公看了看沉默不語的李文通

說道：「文通學識淵博，你給書院取個名

字。」李文通慢條斯理地說：「老爺一生

崇尚孔聖人，立志弘揚儒學，就取名崇聖

書院吧。」

耳邊傳來的一陣陣誦讀經文的聲音把

我們拉回了現實。當我們走進白雲寺時，

住持釋新悟禪師正在做晚課，不便打攪。

寺前的一塊石碑吸引我們駐足端詳，

石碑上記載：白雲寺始建于五代後唐同光

二年(公元924年)，衍北宋極盛，擁僧眾

三百八，業山崗十里，年收租千石有餘。

傳說，王安石是建寧縣客坊鄉水尾村

謝氏門中外甥，年輕時曾投親到此，見此

風光綺麗，寺院規模之大，有真才實學的

僧人眾多，就住此習學一年有餘，還曾作

「雲山十奇詩」。王安石是否寄讀白雲寺

雖無法考證，但王安石立志求學的精神卻

永遠激勵著水尾村的學子。

遠眺寺前的翠綠山峰，一朵朵白雲飄

過山頂，歷史與現實彷彿在這裡交融。

太陽已經西斜，青山環抱之中的古寺

在夕陽的映照下熠熠生輝，寺前的香爐檀

香縈繞。陽光透過樹林流瀉在寂靜的禪房

灰瓦上，幾隻小鳥在幽靜的林間鳴唱，隱

約的梵音在清潭上空迴盪……

暮色蒼茫下的這座千年古剎在群山之

中靜靜地矗立著，讓人感覺到一絲靜穆、

恬淡的禪意。

我想真正的禪理既不在書卷經文裡，

也不在禪房佛堂中，而在人們恬淡的內心

中。唐代惠能禪師的偈語：「菩提本無

樹，明鏡亦非台。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

外求玄？」便道出了至真的佛理禪道。

中國有許多描寫禪意的詩作，常建的

《題破山寺後禪院》當屬上乘之作，「曲

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那清幽的意境與

淡然的禪意耐人尋味。 

呂文凱
（晉江科任鄉）

逝世於十一月十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擇訂於十一月十六日上午七時出殯

侯玉婉
（原籍晉江深滬東垵）

逝世於十一月十一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同殯儀館
二樓六號Purity靈堂
爰訂十一月十六日上午九時出殯 

王吳秀線
（石獅永寧下宅（霞澤鄉））

逝世於十一月十四日
現停柩於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擇訂十一月廿二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出殯    

流芳百世

訃  告
吳金起

（石獅錦里村）
逝世於十一月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201-Gladiolus)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八時

蔡維挺
（蓮塘前埔）

逝世於十一月十二日
現停柩於故鄉蓮塘前埔祖宅
擇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出殯

蔡連雪
（晉江市龍湖鎮龍玉村）

逝世於十一月十五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 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廿三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林榮萱
（晉江柳山）

逝世於十一月十三日
現停柩於拉古阪市橋藝殯儀館
擇訂於十一月廿一日上午十一時正出殯 

蔡良典副理事長慨捐
旅菲福建中學校友會
旅菲福建中學校友會訊: 本會蔡良典副

理事長令萱堂蔡府施雪嬌太夫人，不幸於二
零二 二年十一月四日淩晨四時五十分，壽終
於崇仁醫院， 享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寶婺
星沈，軫悼同深，飾終 令典，極盡哀榮。 蔡
良典副理事長平素熱心公益，關心會務，守
制期間，不忘善舉，特獻捐菲幣伍萬元充作 
本會福利用途。孝道仁風，殊堪欽式。本會
特藉報端，表達崇敬，並申謝忱！

吳忠清捐菲律濱
絲綢之路國際商會

菲律濱絲綢之路國際商會訊： 本會副
主席吳忠清令先尊吳世捷老先生，慟於二○
二二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五時，壽終正寢於家
鄉本宅 ，享年九十有三高齡。老成凋謝，軫
悼同深。並於十一月五日上午從家鄉金淘鎮
吳坂村出殯。

吳忠清副主席一貫熱心本會會務，幼
承庭訓，孝思純篤，秉承先輩樂善好施之美
德，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特捐本會菲幣壹
拾萬元，仁風義舉，殊加欽式，特籍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王朝陽捐
福建青年聯合會福利金

菲律濱福建青年聯合會訊：本會外交副
主任王朝陽令祖父，王申智老先生，不幸於
二0二二年十一月六日晚九時10分（歲次壬寅
农历十月十三日亥時）於家鄉晉江市永和鎮
王溪村前鄉德乙份，壽终正寝，享壽積潤壹
佰零三高齡（103岁）老成凋謝，軫悼同深，
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哀
榮。

王外交副主任朝陽先生平素一向熱心
社會公益事业，樂善好施，雖守制期間，仍
不忘公益善举，特獻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三萬
元，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
申謝忱。

吳忠清捐
南安同鄉總會、商會
菲律濱南安同鄉總會/南安商會訊：本會

吳諮詢委員忠清鄉賢令先尊吳世捷老先生，
不幸於二○二二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五時壽終
正寢，享壽九十有三高齡，老成凋謝，軫悼
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吳忠清鄉賢幼承庭訓，孝思純篤，秉
承其先尊樂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仍不
忘善舉，關心本會，特捐獻菲幣拾萬元予本

會充作文教基金，孝道仁風，關心鄉會之義
舉，令人敬佩同欽，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許文匯文貴丁母憂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許文匯、文貴、

麗錦、美金賢昆玉令慈，亦即故僑商許澤漢
令德配——許府蔡太夫人諡連雪（晉江市龍
湖鎮龍玉村）不幸於二○二二年十一月十五
日凌晨四時五十五分，壽終內寢，享壽八十
高齡。寶婺沉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擇訂十一月
二十三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出殯
安葬於恒安紀念墓園。

王建煌、建民丁母憂
旅菲霞澤（下宅）同鄉會訊：本會故

前理事長王利團鄉彥令德配，本會榮譽理事
長王吳秀線太夫人，亦即本會王監事長建
煌、王副監事長建民令先慈，於二○二二年
十一月十四日五時二十八分壽終於崇基醫
院，享壽八十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
堂。擇訂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上午八
時三十分出殯安葬於聖十字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
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王利團遺孀逝世
和記訊：僑商王利團令德配，王衙吳

太夫人諡秀線（原籍石獅永寧下宅（霞澤）
鄉）亦即僑商王建煌、建民、萍萍賢昆玉令
先慈，於二○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五時
二十八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八十高齡。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
堂。擇訂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上午八
時三十分出殯安葬於聖十字紀念墓園之原。

旅菲晉江龍玉同鄉會訊：本會故顧問
許澤漢令德配，亦即本會許名譽理事長文
匯鄉賢，許秘書長文貴鄉賢令慈，不幸於
二○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五時二十八
分 壽 終 於 崇 基 醫 院 ， 享 壽 八 十 高 齡 。 現
停 柩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禮 沓 大 街 聖 國 殯 儀 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
堂。擇訂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上午八
時三十分出殯安葬於聖十字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
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林榮萱逝世
菲華聯誼會蜂雅絲蘭省分會訊：本分

會名譽副理事長林永鑫先生、副理事長林永
凱賢昆仲令先嚴林榮萱老先生（亦是本分會
理事），不幸於十一月十三日晚上十時十二
分逝世於本市那刹利醫院，享壽七十有七高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本市僑
藝殯儀館。

本分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節哀
順變。擇訂於十一月廿一日（星期一）上午
十一時正出殯，將安葬於本市新華僑義山墓
園之原。

本分會將在十一月廿日（星期日）晚上
八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儀式。屆時凡本分會
昆仲務希前往參加獻花出殯執紼，以盡會誼
為荷。

拉古扳市華僑音樂社訊：本分會理事林
永鑫先生、理事林永凱賢昆仲令先嚴林榮萱
老先生（亦是本社副監事長），不幸於十一
月十三日晚上十時十二分逝世於本市那刹利
醫院，享壽七十有七高齡，哲人其萎，軫悼
同深。現停柩於本市僑藝殯儀館。本分社聞
耗，經派員慰唁，勉其節哀順變。

擇訂於十一月廿一日（星期一）上午
十一時正出殯，將安葬於本市新華僑義山墓
園之原。

本分會將在十一月廿日（星期日）晚上
八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儀式。屆時凡本分會
昆仲務希前往參加獻花出殯執紼，以盡會誼
為荷。

本社將在十一月廿日（星期日）晚上
八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儀式，屆時凡本社會
員務希前往參加獻花出殯執紼，以盡社誼為
荷。

菲律賓中國商會蜂雅絲蘭省分會訊：
本分會名譽副理事長林永鑫先生、常務理事
林永凱賢昆仲令先嚴林榮萱老先生，不幸於
十一月十三日晚上十時十二分逝世於本市那
刹利醫院。

享壽七十有七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
深。現停柩於本市僑藝殯儀館。

本分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節哀
順變。擇訂於十一月廿一日（星期一）上午
十一時正出殯，將安葬於本市新華僑義山墓
園之原。

本分會將在十一月廿日（星期日）晚上
八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儀式。屆時凡本分會
同仁務希前往參加獻花出殯執紼，以盡會誼
為荷。

進步黨中北呂宋支部訊：本支部副理
事長林永鑫大哥、林永凱賢昆仲令先嚴林榮
萱老先生（亦是本支部名譽副理事長），不
幸於十一月十三日晚上十時十二分逝世於本
市那刹利醫院，享壽七十有七高齡，哲人其
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本市僑藝殯儀館。

本支部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節哀
順變。擇訂於十一月廿一日（星期一）上午
十一時正出殯，將安葬於本市新華僑義山墓
園之原。

本支部將在十一月廿日（星期日）晚上
八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儀式。屆時凡本支部
昆仲務希前往參加獻花出殯執紼，以盡花亭
結義之誼為荷。


